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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２０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8
本报记者 周云武

一
1、 少了一枚铁钉， 掉了一只

马掌； 掉了一只马掌， 失去一匹战
马； 失去一匹战马， 败了一场战役；
败了一场战役， 毁了一个王朝。

“失去一个项目， 很可能错过
一次机遇； 错过一次机遇， 很可能
耽误一个时期。”

这两段话， 都在揭示一种逻辑。
前者强调的是重视细节的风险意识；
后者强调的是抢抓项目的忧患意识
和紧迫感。

前面那段话， 是远古时代的一
则寓言。

后面这段话， 出自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关于长沙市项
目建设的讲话。

言简意赅， 词精寓重。 把项目
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

这是历史性、 全局性的战略。
2、 省委、 省政府对长沙市提

出 了 “六 个 走 在 前 列 ” 的 新 要
求———在加快转型创新发展中， 在
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中， 在加快
两型社会建设中， 在共建共享全面
小康中， 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
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中走在
前列。

3、 走在前， 怎么走？ 以“六
个走在前列” 大竞赛活动为载体，
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 推进长沙市
新一轮大建设， 大发展， 大提升。
这是市委、 市政府在密集性调研之
后达成的共识， 形成的决策。 也就
是说， 六个走在前， 项目是总抓
手。

4、 走在前， 怎么走？ 长沙市决
策者有一条清晰的思路： 实现转型
创新发展， 需要有新项目、 好项目
作支撑； 调结构、 转方式需要有新
项目、 好项目来承载； 促改革、 惠
民生需要有新项目、 好项目来保障；
打基础、 利长远需要有新项目、 好
项目来铺垫。 也就是说， 六个走在
前， 项目是总引领。

5、 走在前， 怎么走？ 作为省
会城市， 长沙是全省人民的长沙，
省会强则全省强， 省会兴则全省兴，
湖南要在全国争先进位， 关键是长
沙要争先进位。 放眼更宽区域， 长
沙还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城市、 长江
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节
点城市。 区域竞争日趋激烈， 省会
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全国各省之间层
次最高、 最直接的竞争， 因而激烈
将聚焦在省会。

而作为长沙市本身， 已经经历

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十年”。 全面
小康总体水平也由2006年的86.7%提
升到2012年的96.4%， 高于全国、 全
省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 “沿江
建设、 跨江发展”， 建区面积扩展到
306.39平方公里， 大城市的骨架已
然成型。 然而， 以发达城市为参照
系， 依然存在产业层次偏低、 财税
质量偏低、 科技投入偏低、 开放程
度偏低的问题。

过去“黄金十年”， 主要提速增
量；未来“发展十年”，必须提质增效。

今年9月召开的市委全会， 郑重
提出： 要率先建成全面小康之市、两
型引领之市、秀美幸福之市，力争到
2017年、 确保2018年实现产业倍增、
收入倍加、城乡品质倍升。

憧憬、 蓝图、 希望……一切都
在向项目聚焦。

“将项目建设作为转型创新发
展的突破口！” 市委、 市政府发出了
项目建设的动员令。

也就是说， 六个走在前， 项目
是突破口。

6、 项目建设， 成为长沙发展、
全省发展、 中部发展， 成为未来发
展、 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的战略之
举！

二
7、 毋庸讳言， 过去是一大批

项目托起了长沙的“黄金十年”。
然而， “六个走在前列” 大竞

赛活动开展之初， 市委、 市政府仔
细盘点， 发现项目建设面临“无米
下锅” 的风险———项目储备不足，
开工不足， 发展后劲不足。 直接威
胁着整个长沙能否稳增长。

“没有新项目、 好项目的支撑，
增长稳不了， 结构调不了， 后劲强
不了， 发展方式也转不了。” 在严峻
的形势面前， 长沙市决策者异常清
醒、 高度睿智。

于是， 市委、 市政府、 市人大、
市政协四大家， 市级各条战线、 各
个部门， 全市各区县 （市）， 干部队
伍工作力度整体向项目倾斜； 全市
产业调整、 基础设施、 民生改善、
生态环保， 一切建设与发展， 纷纷
向项目靠拢。

以抓大项目、 好项目为主线，

以提速、 提效、 提质为内涵， 项目
大战的序幕再次拉开……

8、 抓项目， 就要抓布局。 布
局就是战略， 布局就是规划， 布局
就是秩序。 长沙仅市级在建重点项
目就有589个， 加上待建、 引进和储
备的各类大小项目， 如果各走各的
道， 各唱各的调， 只能导致一盘乱
棋， 打乱部署， 破坏战略， 于发展
不利。

清晰、 科学、 合理的布局， 能
让项目很快找到自己的“家”。 近几
年和未来几年， 长沙市重点打造东、
西、 南三大产业集聚带： 以长浏高
速为轴线的东线产业集聚带， 重点
发展工程机械、 汽车制造、 生物、
电子信息等产业； 以金洲大道为轴
线的西线产业集聚带， 重点壮大精
密机械制造、 新材料、 食品加工等
产业； 以雨花经开区、 天心经开区
为核心的南部产业集聚带， 重点发
展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等产业。
同时， 以湘江为轴， 加快建设沿江
现代服务业、 文化创意产业等， 推
进芙蓉中央商务区、 金霞物流中心、
洋湖总部经济区等集聚区发展。 到
目前为止， 所有项目， 全部按属性
落户在各条轴带上。

9、 抓项目， 就要抓引进。 今
年10月31日上午9时许， 岳麓区万宝
山居民小区78岁的陈作周老人拉着
易炼红的手连声道谢， 说是书记连
夜从上海赶回来督查民生问题整改
情况， “不容易！ 实在太感谢了！”
是的， 前一天， 易炼红还在上海带
队招商， 带头抓项目引进。

不论多忙， 不论多累， 不论多
难。 从初夏到深冬， 从城区到县市，
全市上下主动出击， 南下东进， 跨
出国门， 哪里有投资意向， 哪里有
项目信息， 他们就奔向哪里。 世界
500强被他们请来了， 全国100强被
他们请来了……一批又一批行业巨
头纷纷来长沙布局设点。

10、 抓项目， 就要抓储备 。
“库中有粮， 心中不慌”。 项目储备
足， 发展后劲强。 市委明确要求，
每个区县 （市）、 园区一年至少要有
100个以上的项目储备。 明年全市拟
铺排重大项目578个， 总投资达7394
亿元。 其中，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83

个， 社会事业项目69个， 工业、 高
新技术项目173个， 商贸物流项目54
个， 城市综合体项目36个。 还有一
大批中小项目。 这一批项目的上马、
投产、 营运， 将给长沙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巨大能量， 给人民群众生活
带来无限福祉。

11、 抓项目， 就要抓落地。 他
们大力推行钉钉子精神， 从洽谈、
签约、 论证、 审批， 到开工， 乃至
全过程， 始终钉住不放。 作为河西
核心区域的岳麓区， 在构建长沙市
“一江两岸、 东提西拓、 南延北进”
的新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了
完善市府区治理板块商业配套， 他
们引进麦德龙超市落户。 但项目落
地颇多困难。 8月15日， 区委书记陈
中带领几大家领导， 召集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落户地点现场办公， 当场
拍板解决进出通道、 周边渠改、 违
章拆除、 配套建设等七大制约因素，
强力推动项目建设顺利开工。 为了
钉项目， 陈中将自己手机号码在媒
体公布， 24小时不关机， 随时准备
着为项目排忧解难。

12、 抓项目，就要抓服务。 解决
难题是最好的服务。 市委要求全市各
级干部以攻坚克难的态度和作风，帮
助项目破解征拆难、用地难、融资难
等一切难题。 国金中心项目落户芙蓉
区，施工中有个特殊要求，需100余台
大型工程机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由
于项目地处交通繁华地带，恰逢全市
文明创建迎检。 施工不能拖，迎检不
可误，项目负责人一筹莫展。 一直盯
着这个项目的芙蓉区区长于新凡及
时得到信息， 立即赶到现场指挥：由
交警大队牵头，城管、环卫等部门配
合，派人观察驻守，拿出临时方案，确
保“两不误”。

13、 抓项目， 就要抓进度。 市
委要求， 全市党政一把手对项目建
设负总责， 实行倒排时间， 倒逼项
目， 形成一月一月地抓， 一旬一旬
地抓， 一天一天地抓。 为了提速、
提效、 提质， 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制度和政策， 以省政府向长
沙市下放45项权限为契机， 加大力
度向区县、 向一线放权。 明确规定
没有法定依据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
中央和政府命令取消的审批事项一

律取消， 重复审批的审批事项一律
归并或取消。

随着这一个又一个取消， 一批
又一批项目迅速落地生根、 开花结
果。

落户于经开区的上海大众项目，
投资超100亿元， 在不到1年的时间
里， 完成了从招商引进、 项目审批、
规划调整、 土地报批、 拆迁腾地、
场地平整的全部流程。 项目负责人
说， 这不能不算一个奇迹。

14、 抓项目， 就要抓培育。 项
目建设的根本目的， 是要让项目释
放正能量， 产生高效益。 为此， 长
沙市对每个项目都在深情呵护， 精
心培育。 他们正在建立以企业培育
为核心的产业统筹推进机制， 按照
“一个重点产业、 一条优势产业链
带、 一批龙头企业、 一名市级领导
联点、 明确一套班子、 配套一笔资
金、 制定一个规划、 出台一个政策”
的工作模式， 集中优质资源培育好
大项目、 好项目。

三
项目是催化剂， 是助推器， 是

试金石。
15、 抓项目， 抓出了长沙发展

的新气象。
1-10月 ， 长沙市新开工项目

5413个，同比增长14.0%，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3903.5亿元，同比增长19.8%。
伴随着这组数据， 市政府初步预计，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规
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财政总
收入同口径增长18%，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20.2%，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8%。 各项指标
均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
点以上。

人们可触摸、 可享受的还有更
新的气象： 黄花机场将步入“双跑
道时”， 长浏高速再次拉近了浏阳与
长沙的距离， 南湖路隧道即将成为
市区第10条过江通道， 人民路东延
线的完工将告别去机场收费的历史，
地铁2号线即将试运行， 明年5月，
市民便可以乘上“幸福的地铁” 穿
行于一江两岸……

16、 抓项目， 重塑了干部队伍
的新形象。

市委决定： “以项目建设论英
雄， 以项目建设排座位， 以项目建
设定奖惩。” 全市形成了干部队伍在
项目建设上比能力、 比素质、 比智
慧、 比作风的浓厚氛围。

项目提炼素质。 各地都在引项
目、 争项目、 抢项目， 为了不让好
项目溜走， 为了阻止差项目、 乱项
目进入， 干部必须提高识别能力。
这便倒逼干部转型升级， 提高素质
和水平。 一大批懂经济、 懂产业、
懂法律、 懂科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

项目锤炼作风。 干部沉下去，
项目立起来。 岳麓区、 望城区、 宁
乡县等提出以项目建设为试金石，
锤炼奋勇开拓的狮子型干部、 苦干
实干的黄牛型干部、 清廉高洁的荷
花型干部。 不久前被评为“望城区
狮子型干部” 的金山桥街道党工委
书记姚罗光， 就用12天时间完成了
久拖4年之久的项目拆迁老大难。

17、 抓项目， 汇聚了人民群众
的伟大力量。

拆迁之难， 不仅是项目之难，
还号称当今天下第一难。 雨花区是
项目拆迁任务最重的城区之一。 由
于各级干部工作实、 情感真， 得到
了群众理解、 支持、 甚至帮助。

该区黎托社区筹委会七组居民
李汉文， 在京珠高速公路黎托段辅
道建设项目中， 主动配合， 拆除仓
库4000余平方米。 随后， 在该区17
号地项目拆迁中， 又主动拆除仓库
1.6万余平方米。 在他的带领下， 周
边近3万平方米仓库、 厂房等从搬离
至拆除仅用了七天， 创造了惊人的
雨花拆迁速度。

群众支持项目， 项目惠及群众。
随着一个又一个项目的落地和推进，
人们不经意间发现， 家门口的路更
好走了， 菜市场更干净了， 棚户区
不见了， 休闲去处更多了……

18、 12月14日下午， 易炼红在
全市项目观摩和经济工作务虚会上
动情地对与会者说： “各级领导干
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 的胸怀，
多做打基础、 利长远的事情， 着力
在项目的新字、 好字上作文章， 更
加突出‘大规模、 高质量、 两型化、
可持续’ 的目标追求。”

越是大的好项目， 越是对地方
发展持续有利。 而越是大的好项目，
越需要更长的孵化期、 见效期， 越
需要持续的呵护和培育。 或许， 今
天的许多项目， 于今天的决策者，
谈不上“吹糠见米” 的成效和政绩。
然而， 植下一片树林， 留予后人乘
凉吧！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不必在我”
———长沙市强力推进项目建设述评

（紧接1版①） 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上， 大量引入LED照明设施、 太阳
能幕墙等节能环保产品， 并结合各
区域功能定位规划建设了自行车慢
行系统， 纯电动短途客运等环保交
通系统 ； 采用目前国际最前沿的

“MSBR+人工湿地+自然湿地” 模式
处理城市生活污水， 目前已在洋湖
生态新城成功建成日处理能力4万吨
的再生水厂， 其运行成本比传统工
艺下降1/3。

科学谋划现代服务业等绿色产

业布局， 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有机统一的城市运营路径。 如梅溪
湖片区着力打造集国际商务、 会议、
展览、 交流、 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
国际服务区； 洋湖生态新城成为国
内一流的总部经济区和湿地休闲旅

游基地； 滨江新城致力于建成商务
金融为核心、 居住为依托的复合型
新都会中心。 目前， 仅滨江新城已
引进建设高端酒店、 城市综合体、
企业总部等大型服务业项目50多个，
其中投资50亿元以上项目5个， 10亿

元以上项目20余个， 总投资超过600
亿元。

据了解， 梅溪湖国际新城、 洋
湖生态新城、 滨江商务新城已先后
获批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 未来3
年，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计划投资70

亿元在洋湖生态新城、 滨江新城推
进“智慧城市” 建设， 并计划重点
建设洋湖湿地景区、 月亮岛文化旅
游岛、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打造中
部地区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端旅游目
的地。

（上接1版②）
在推进生态治理和保护，改善水

生态环境方面，禁止在崩塌、滑坡危
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采石

等活动，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
的地区，限制和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的生产建设活动，每年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45平方公里；探索建立水生态

补偿机制， 大力开展生态公益林保
护、退耕还林、湿地保护与恢复等，建
立生态用水及河流生态评价指标体
系，定期开展湘江河流健康评价等工

作。
在加强水资源管理，促进水资源

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全面节约和有
效保护方面，将重点确立水资源开发

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控制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
污总量，对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制
排污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

和入河排污口，实行水资源管理行政
首长负责制，对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
用、节约保护主要指标落实情况进行
考核评估等工作。

（上接1版③）
28年漫长艰辛的探索中，虽有过

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
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
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
准备和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既深深体现

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
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
荣传统。 ”

这是历史的承前启后，是我们党
目标指向上的继往开来。

回首奋斗历程，我们正经历的一
切美好事情，都印证着毛泽东的伟大
判断 ：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 ”，核
心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

（五）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
人民 、中华民族的骄傲 ，湖南人民尤
其感到骄傲与自豪。

毛泽东是湖南这块红色土地上
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 以“心
忧天下 、敢为人先 ”为精髓的湖湘文
化，给了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
的人民领袖最坚实的根底和最丰富
的营养。

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
湖湘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 。 他的身
上，既体现出了湖湘文化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又凝聚着湖湘文化灵动的
大智慧。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终身乡音
未改， 其湖南人的食性亦保持终身；
从1954年4月到1975年2月， 毛泽东先
后50次回到湖南视察指导，凸显出其

挥之不去的故园情愫。
展望眼下的三湘大地 ， 四化两

型、科学发展、富民强省，已成为三湘
儿女共筑“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六）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当今中国，正迎接全面小康的光

明前景；“两个百年” 的奋斗目标，让
中国和中国人民又站在崭新的时代
起点上。 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

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

越来越近的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我们
只有勇敢担当起三湘儿女共筑中国
梦的时代责任，才能在谱写中国梦的
湖南篇章“接力赛”中续写辉煌，努力
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这，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缅怀！


